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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二二年三月廿六至廿七日 周六崇拜：下午6:00  主日崇拜：上午8:30, 10:00 , 
11:45 

會務組︰曹偉彤(組長/特約顧問) 方兆雄(副組長/聖樂主任) 梁明財(義務顧問)

吳彩虹(牧養主任) 郭健民(行政主任/外展主任) 馬穎儀(差會主任)

主任牧師行政助理：林靜霞

音樂訓練幹事︰黃念郇

我在這裏，你們要在耶和華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給我作見證。
我奪過誰的牛……若有，我必償還。(撒上12:3)  



 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091mLzfYucEDI5xj07Jf6T9bA2E2iqNS/view?usp=sharing


讀      經   Scripture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詩32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主      席

獻金祈禱   Offertory Prayer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主      席

讚 美 詩   Doxology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會      眾                 

祈禱時間   Pastoral Prayer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會      眾

講      道   Sermon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講題：為信徒長進而喜樂 (腓1:20-26)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方兆雄牧師

回應詩歌   Hymn of Response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世頌387首 一生引導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會      眾

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主      席

終禮詩歌   Closing Hymn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世頌331首 成為我異象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會      眾

祝      福   Benediction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方兆雄牧師

阿     們   Choral Amen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世頌573首 阿們頌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會      眾

 阿們，阿們，阿們，阿們。

殿      樂   Postlude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Prelude in C Minor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司      琴

        (Frederic Chopin; arr. Noel Rawsthorne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 會眾靜坐　默禱散會 **

 當值同工 投影員       即時傳譯(手語)
周六晚堂   黃日東                     手語傳譯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日清早堂                    
主日早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日午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主日晚堂崇拜司職一覽
                      暫停

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Sunday Worship Duty List
Speaker: Mn. Daniel S. 
Title: Jesus as Master             
Presider: Rev. Bryan Peistrup  
Hymn leader: Mr. Rocky Cheung

      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
講員：吳慧儀博士     講題：耶穌，治我傷患的主！(約9:1-7) 
主席：李雅詠傳道     領詩：黃念郇弟兄       司琴：廖穎珊姊妹

(錄播) 

(fb LIVE)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 會 聚 會 時 間

主

日

上

午

 8:15   清早成長班
 8:30   清早堂崇拜、兒童崇拜
 9:30   Sunday Youth Time+Fun
           (中一至中四)
 9:45   各級成長班
10:00   早堂崇拜
          English Worship
10:30   English Children 
          Sunday School
11:45   English Youth  Sunday School
   午堂崇拜、兒童崇拜
          普通話崇拜
          各級成長班
          English Adult/
            University Bible Study

周

二

下午   2:00   加略山成長班

周

三

上午   9:00   早上查經祈禱會
上午   9:00   差傳分享(每月第二周)
上午   9:40   差會事工祈禱會 (每月第二周)
上午  10:15   基利心山成長班
上午  10:30   非比女傳道會  
下午   7:30   查經祈禱會
下午   7:30   差傳分享(每月第二周)
下午   7:30   禱告讚美會(每月最後一周)
下午   8:15   差會事工祈禱會 (每月第二周)  

周

五

下午   7:30 基督少年軍(97分隊)
                

主

日

下

午

 1:30   手鈴組練習

 2:00   普通話青年、成年團契 

 2:15   午堂詩班練習

 2:30   印尼姐姐活動

 6:00   晚堂崇拜

周

六

上午 10:30   印尼姐姐活動
下午  2:00   少年詩班，清早堂詩班，銅管樂組練習
下午  2:30   兒童詩班練習(初級、幼稚、啟蒙、幼兒)                
下午  2:30   基督少年軍 (40分隊)
下午  3:30   各級成長班
下午  3:30   Sunday Youth Time+Fun (中一至中四)
下午  3:45   周六、早堂詩班練習
下午  4:30   少年銅管樂組練習
下午  6:00   晚堂崇拜、兒童崇拜、星兒學園
                 木管樂組練習、手鈴組練習
下午  7:30   弦樂組(每月1,3周)、少年弦樂組(每月2,4周)練習
                 路得成長班(每月1,2,3周)
下午  7:45   各級成長班 

其

他

每月第一周周一

下午 7:00  呂底亞女傳道會

每月第一、三周周二

下午 7:00  多加女傳道會 

每月第一、三周周五

下午 2:00  以斯帖女傳道會

               哈拿女傳道會

每月第一、二、三周周四

上午 10:00  馬利亞女傳道會

每月主餐後第三周周二

下午 7:30  男士事工

每月第三、五周主日 

下午 2:30  晴心組(癌關團契)

   

上

周

聚

會

統

計

    

大堂崇拜(FB+YT) 2919

普通話崇拜           208   

English Worship   536    

    每 日 讀 經 崇拜守則

 
 (日)  馬太福音    十八21-35

 (一)  馬太福音    十九1-15

 (二)  馬太福音    十九16-30

 (三)  馬太福音    二十1-16

 (四)  馬太福音    二十17-34 

 (五)  馬太福音    廿一1-22

 (六)  馬太福音    廿一23-46

  

1. 預備心，以心靈和誠實敬拜主。

2. 赴崇拜聚會，應有合宜之裝束。

3. 不遲到，準時入座，崇拜完畢始行離去。

4. 崇拜時，請把響鬧裝置關掉或調校至震動模式。

5. 勿把隨身物件放座位上，以騰空位置予他人。

6. 崇拜期間請勿拍照或攝錄及上載轉傳。

(截至22/3)線上
崇拜瀏覽總人數3663

(截至22/3)

兒童家庭小崇拜  876

周六成長班 

主日成長班

訓練事工 

女傳道會 

普通話青年團契

普通話成年團契

晴心組(癌關團契)

基督少年軍(97)

基督少年軍(40)

男士事工

English S.S. & S.G.

星兒學園

1040

1256

21

81

40

14

42

100

35

-

36

以上均為線上人數 



2 0 2 2 年 3 月 2 7 日

禱告園地
禱告園地是本教會在逢周三查經祈

禱會所列出的各項代禱需要，讓我

們以禱告記念教會聖工及眾聖徒需

要。請掃描QR code獲取有關資訊。

查經祈禱會(30/3周三)
早上9時 (網上直播，會後可重溫) 

負責同工：方兆雄牧師

主題：疫要安慰系列1

線上瀏覽人數1140(截至22/3)

訃聞
◆ 葉陽弟兄、馮玉英姊妹、梁蕙娟姊妹已安息

主懷，求主安慰其家人。

為這世代守望祈禱
「祂憐憫敬畏祂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因我們

神憐憫的心腸，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

們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，把我們的

腳引到平安的路上。」(路1:50、78-79)求神施

恩憐憫我們，在我們無助的時候，經歷祂的杖

和竿的保護，在艱難困苦中仍能走在平安的路

上。

◆ 疫情極其嚴峻，為市民能在各方面加強全城

防疫的配合禱告，盼望藉此截斷社區傳播

鏈，雖然生活受到限制、不便，大眾也能有

忍耐、合作的心。

◆ 為前線醫療人員禱告，求主保護各人在高危

的環境中工作，不受病毒侵害，有健康和力

量， 照顧染疫市民和患病院友。

◆ 為感染了病毒市民禱告，求主為他們預備適

切治療，叫他們內心的惶恐和不安得着主的

安慰，並領受從主而來的平安。

差會代禱事項
李瑞科、許嘉諾宣教家庭（泰國）
◆ 泰國已封關一陣子，對於以旅遊業為主的國

家造成很大的影響，現時泰國政府已開放

邊境以吸引遊客，這定必帶來更多的確診數

字。願主憐憫和保守眾人的健康 ! 

◆ 他們一家本打算於3月底回港述職，現因香

港疫情非常嚴峻，決定延遲回港述職。他們

在泰國工場已四年多，期盼已久的述職再度

延遲，確實需要整理心情，請為他們的身心

靈代禱！

建堂代禱事項
◆ 因著香港疫情嚴重，約見渠務署一事未有進

展，求神帶領。

◆ 求主保守在疫情穩定後，盡快展開交通問卷

調查。

誠聘
短期合約部分時間助理幹事
成熟基督徒，有心志照顧兒童，樂於與家長溝

通，有系統處理各班級事務。大專程度，主要

協助處理文書職務、訂購、雜務及懂多媒體網

絡工作，支援基督少年軍及學校福音事工。

有意者請具函履歷、近照及要求待遇，寄九龍亞

皆老街206號九龍城浸信會收(信封面請註明申請

職位)，合則約見。收集的個人資料只作招聘用

途。應徵者如沒收到面見通知，作不合適論。

會友交流會及會友月會
1.會友交流會謹定於3月27日(主日)下午3時至4

時30分以線上視像研討會(Zoom Webinar)形

式舉行，會友可就以下主題內容互相交流。

主題︰「疫要連結」
◆ 了解教會暫停對外開放期間的近況

◆ 社會服務處的社區服侍行動

◆ 教會對各單位的牧養關懷情況等

2. 原已延後至2月26日(六)舉行的二月份會友月

會，因教會仍須關閉，未能召開實體會議；

現連同三月份會友月會一併在3月30日(三)晚

上8時正以視像研討會(Zoom Webinar)形式

舉行。

3. 凡已報名參加者，均收到確認電郵和參加聚

會的連結，請於會議前15分鐘循電郵寄送的

連結進入會議，以便核實身份。查詢請致電/

Whatsapp：60244014。



English Worship Service
Please join our English Ministry worship 
now only online at Kowloon City Baptist 
Church--English Ministry, Facebook (https://
www.facebook.com/KcbcEnglishMinistry/) 
Live Sunday mornings at 10:00 am until 
further notice.
3 Apr 2022(Sun)
Title: Jesus as Teacher
Speaker: Rev. Bryan Peistrup
For enquiry, please contact Rev. Bryan by 
email: bryan.p@baptist.org.hk

〈愛人如己〉關顧訓練課程
認識自己多一點：自我關顧
講員：區祥江博士

日期：4月19日至5月24日(逢禮拜二，共6堂）

時間：晚上7:30-9:30

內容：時間隧道中的我；跟情緒做朋友；家家

的經難唸嗎；關係網中的我；你有壓

力，我有壓力。

學費：$180

名額：40人(4月3日截止或額滿即止)

查詢：梁婉馨同工(電話:27674241/

         WhatsApp 91304916）

備註：暫定以Zoom形式授課，

         如疫情緩和及教會開放後將

         按情況改以面授形式進行。

主辦：關顧部輔導組及訓練事工
歡迎本教會弟兄姊妹參加。

網上報名

2022受苦節音樂默想(主餐)崇拜
Glory in Suffering苦難中得榮耀
日期：4月15日(禮拜五)

時間：下午4:00(網上直播)

註：教會臉書及YouTube網上直播，錄播收看

      期限至4月17日凌晨止。

請為講員吳彩虹牧師、指揮方兆雄牧師、
各位事奉人員，以及一切的籌備安排禱告。

教會臉書 YouTube

第七屆職場精兵訓練課程 (成年部)
開課日期：4月12日

時間：晚上7:30-9:30

形式：Zoom 網上授課

目標：幫助學員認定職場宣教使命，成為「職

場精兵」、以神學基礎，重整學員的工

作觀及應對職場文化的態度、幫助學員

掌握在職場傳福音之技巧及策略，落實

在職場開展長遠的佈道工作。

費用：每個單元$400(4堂)

主辦：九龍城浸信會、商區福音使團

報名及詳情

青少部2022年暑假(3-4月)
《CROSS》Online營會
日期：3月29、4月1、5、8、12、15(逢禮拜二、五)

時間：下午2:30-4:30

形式：以ZOOM進行

對象：中一至中四學生

內容：自我認識測驗、逃出密室、共感遊戲、廣

播劇、抗壓操練、模擬人生、敬拜、信息

名額：40人(先到先得，額滿即止)

查詢：鍾家威傳道(電話:27674294)

         電郵:kwchung@baptist.org.hk

     網上報名

本年度1-2月份財政收支
         經常費               差傳

收入         5,000,530(1)     1,581,620(2)

支出         5,906,395         1,785,530 

結餘/(不敷)  (905,865)          (203,910)
註(1) 佔全年預算收入10.09%
   (2) 佔全年預算收入7.62%



從虛空中拾回召命
(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)

經文【羅8:14-30】

2 0 1 3 年 3 月 1 7 日 ( 清 早 堂 / 午 堂 ) 講 道 摘 錄2 0 2 2 年 3 月 2 0 日 講 道 摘 錄

講員：陸倫泉牧師 記錄：羅慕琳姊妹

引言
在早前的講道中，曹牧師提到保羅鼓勵提摩太要着眼於天上的事情，所以要在地上忠心；而梁牧師則帶領我

們思想傳道書的虛空──日光之下所有事情都是虛空，然而日光之上卻可活出信仰生命的真諦，敬畏神、謹守誡

命並活出不一樣的生命。

然而，世上的生活是否真的只有勞苦愁煩、虛空掙扎？是否沒有盼望、公義的冠冕？聖經中的公義、公平是

神寶座的根基，神的慈愛、信實是行在耶和華面前的，所以，如果我們活得沒有盼望便不合乎神的心意和屬性。

同時，聖經清楚的指出，神會按祂的公義審判世界、按祂的信實審判萬民，如果基督徒只追求世界的榮美，在地

上沒有忠心地服事的話，就不能得到神的獎賞。

面對地上的勞苦愁煩及虛空，我們不禁要問：一、我們該如何從人生中的虛空轉化過來？二、當我們想得到

榮耀的冠冕時，在地上該做甚麼呢？希望藉着經文，重塑神給我們的召命。

羅馬書與虛空
人生在世，勞苦愁煩是必然的，每個人都必須經歷生老病死，然而能否將之轉化為信仰生命成長的機會呢？

「虛空」是指一口氣或蒸氣，傳道書清楚指出，虛空沒有價值，是短暫的、沒有意義、目標、方向或力量。在舊

約多指人生的虛浮或空虛，亦可指事情的虛妄；而在新約裏，「虛空」共出現了三次，分別是：「……你們行事

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虛妄的心行事。」(弗4:17)、「……他們說虛妄矜誇的大話，用肉身的情慾和邪淫的事引誘

那些剛才脫離妄行的人。」(彼後2:17-18)、「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，不是自己願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

的。」(羅8:20)人當然不想「服在虛空之下」，但從神的角度來看，虛空是有其背後目的和緣由的。

傳道者說：「我專心用智慧尋求、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，乃知神叫世人所經練的是極重的勞苦。」(傳

1:13)人都好逸惡勞，當然不願意經練這「極重的勞苦」。因此，當中便充滿張力──人不願意但神卻要這樣

做。神當然有其目的，如果我們只「專注」在勞苦之上而不轉眼仰望神，便永遠也不會明白勞苦的意義。我們要

專心記念主的作為，以便找到人生方向和意義，羅8章給予我們三方面的提醒。

忠於神對我們的心意
首先，我們必須認定自己是神的兒女。「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，使他兒子

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。」(羅8:29)這種「預知中的預定」是一種很親密的關係，而且有一個特定的目標，就是要

我們效法神的兒子耶穌基督，而祂也要在「許多弟兄中作長子」。換句話說，耶穌是我們的長兄，是要如何作神

兒女的榜樣，與此同時，祂也是初熟的果子，是新的屬靈群體的帶領者。

「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，都是神的兒子。你們所受的，不是奴僕的心，仍舊害怕；所受的，乃是兒子的

心，因此我們呼叫：『阿爸！父！』」(羅8:14-15)神已經領養了我們，因此我們可以稱神為「阿爸！父！」這

是很寶貴的關係，特別在虛空中需要思想，然後抓緊它並走出幽谷。「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；所召來的人

又稱他們為義；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。」(羅8:30)在神的旨意下，我們能夠成為神的兒女，與祂有親密

的關係，我們的身體也可以得救贖，彰顯神兒女那份真自由的榮耀。

既然成為祂的兒女，我們就要效法耶穌基督的榜樣。在羅8:29，「效法」原文sýmmorphos是由sýn和morphề兩

個字所組成，前者的意思是「一起」，後者的意思是「改變」。在原文中不單單是「一起轉化」的意思，更是

「內注本質更新的體現」。請注意，不是多做甚麼去令自己成為一個不同的人，而是「加注」內在特質，然後慢

慢的改變，最終轉化成不同的人。學做門徒不是表面的學習，而是學習內在的事物。神有一個很特別的目的，人

的特質不好，而耶穌的特質卻很完美，於是便有一個交換的生命，這就是效法。

「使我認識基督，曉得他復活的大能，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」(腓3:10)這裏說到我們不單



知道耶穌復活的大能，更要效法基督的死。「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

面活着；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；他是愛我，為我捨己。」(加2:20)當我們與基督同釘十

字架後，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活在我裏面。我們從此是為主而活，效法基督就是神給我們的目標。加4:19

提到：「我小子啊，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，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裏。」「使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裏」就是

「效法」的目標，以致所想所做的，都有基督的心在裏面。

跟神兒子耶穌同作後嗣
「既是兒女，便是後嗣，就是神的後嗣，和基督同作後嗣。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。」

(羅8:17)若與基督同作後嗣，就可以得着祂在天上神所賜與的，然而也需一同承受耶穌的苦，因此，受苦和得榮

耀是不能分割的。神家的產業在耶穌身上，也在大家的身上，因為我們是與耶穌同作後嗣。羅8:29-30共有五組

動詞：「預知」、「預定」、「召」、「稱他們為義」和「得榮耀」，它們是可以連在一起的：「預知、預定的

人，然後呼召他們，稱他們為義，讓他們得榮耀」。它們層層遞進，而主角是神，我們只是配角。預知、預定的

是天父，所以我們不能憑己力；呼召我們、稱我們為義的是耶穌，所以我們不應自義，因為榮耀亦是神給予的。

這五組動詞讓我們看到神是主動，我們是被動。同時，榮耀是「從內至外的彰顯」，「同得榮耀」在英文或原文

有in、「在裏面」的意思。因此，耶穌基督的受苦和榮耀，可以透過我們內在生命的特質散發出來。

這五組動詞都是過去時態，前四組比較容易理解，但最後的「得榮耀」好像還沒來到，但作者在表述時，已

把它當作完成式。我們現在未有復活的身體，要待耶穌基督再來才會有榮耀的身體，然而，這過程已經開始了，

因為我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──既已同釘十字架，就必定會與基督一同得榮耀。因此，保羅要強調的是其肯

定性──同受苦必定同榮耀！不論你如何詮釋，這五組動詞都有其正面意思，所以當我們身處幽谷時，便需要以

「與耶穌同嗣」的角度去思考──痛苦時，耶穌與我們一同承受；耶穌得榮耀時，我們也可以一同分享。

「同受苦、同得榮耀」是雙向的，我們的苦楚就是基督的苦楚，我們的榮耀就是基督的榮耀，反之亦然。如

果我們有好的德行、愛心，神便得榮耀；如果我們做得不好，神亦會憂愁痛心。「與耶穌同嗣的生命」讓我們的

生命充滿動力，耶穌已經復活，並在神的右邊為我們祈禱，耶穌是我們的伙伴，是我們能力的泉源，祂與我們

同在。羅8章清晰的闡述，沒有事情能令我們和耶穌隔絕，因此同嗣並不是一個空想的理念，而是實際可以應用

的，特別是在今天如此艱難的境況。

依賴聖靈的幫助和禱告
聖靈的工作有一個很特別的特質，就是靈風。虛空是一口氣、蒸氣，與靈風是完全相反的。蒸氣沒有力量、

是虛浮的，沒有方向感和自發能力；而靈風則有內住的實在，有實質的果效、目標和方向。靈在我們的身體內活

出來，便能夠治死身體的惡行，引導我們成為神的兒女，也是證明我們是神兒女的憑據。

以上是聖靈一般的工作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。然而，聖靈體貼人的工作呢？「況且，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

助；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，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。鑒察人心的，曉得聖靈的意思，

因為聖靈照着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。」(羅8:26-27)我們在軟弱時，聖靈體貼我們的需要，會主動、委身的進入

我們生命中作工。「幫助」是很複雜的字詞，在新約中只出現過兩次，一次在羅馬書，而另一次就是「馬利亞和

馬大」的故事(路10:38-42)，馬大忙碌地工作而馬利亞則只是坐在耶穌身邊，馬大請求耶穌吩咐馬利亞「幫助」

她，用的就是這個字詞，希望她主動、委身的協助。

聖靈是用「無可言喻的嘆息為我們祈求」，「嘆息」這字曾在22,23及26節出現，第一次是說所有受造之物，

一同呻吟、忍痛的嘆息；第二次是我們自己的呻吟，在等待神兒子的名份；第三次就是聖靈在我們不知怎樣禱告

時，用自己的方法替我們代求，而且是在神的旨意下替聖徒祈求。因此，我、聖靈和神就像一個「鐵三角」，當

我們不懂得如何禱告時，聖靈便為我們祈求，我們的痛楚祂都明白，當我們呻吟，聖靈也會用呻吟的方式為我們

代求。這個代求把神的旨意聯繫到我們的生命當中，在我們不懂得處理事情時、生氣時、沮喪至不懂得怎樣祈禱

時，又或在罪中掙扎、沒有出路時，聖靈也以無可言喻的嘆息，為着我們的好處向神代求。因此，虛空並不是毫

無意思的，關鍵是人在當中如何與神結連及如何與祂互動。

結語
人生的虛空和苦楚，其實都是神美好的計劃之一，我們在虛空當中必須專注神的作為，不然只會被困其中。

所以，我們要：認信並實踐神兒女的身份；認真跟從神的兒子耶穌同作後嗣，同受苦、同榮耀；認清並依賴聖靈

的幫助和禱告。當我們做到這三件事後，便會學懂如何在勞苦、愁煩、虛空和憤怒中自處。



https://forms.gle/c6h6HNW3cFXpntkv7


 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kcbc.baptist/
https://youtu.be/Fj8YlaXw9T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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